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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學年度「新世紀青少年高峰論壇」--新世代的公民參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企劃書 
20190925版 

一、活動緣起： 

七年前，由明道中學學生主導，以新世紀公民參與為主題，希望藉此喚起青少年對於公共

議題的關心，鼓勵青少年關注社會，凝聚認同，延伸創意空間，以未來公民之角度，為社

會的變遷與發展發聲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1. 激發青年學子發現議題、整合想法，並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。 

2. 推動具有觀點、思辨、論證及批判能力的議題性論壇，培養青少年全方位的觀察力、理性

思辨的精神及條理清晰的應變能力。 

3. 從社會的認知與認同出發，培養學生對環境的細膩觀察，激發青少年對於社會的責任感。 

4. 藉由跨文化跨區域的交流學習，提升生命視野，用一定的高度及格局，培養世界公民素養，

以全球責任及全球競合的胸襟攜手迎向未來，與世界接軌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    1.指導單位：文化部、台中市文化局 

    2.主辦單位：明道中學、明道中學家長會 

    3.協辦單位：明道文教基金會 

四、活動時間： 

    1.線 上 報 名：2019年 10月 01日至 2019年 11月 30日止。 

    2.計劃概要書初審：2019年 10月 01日至 2020年 2月 5日前上傳完成， 

    2月 12日成果公告。 

    3.論 壇 時 間：2020 年 3 月 14 日（六）、15日(日) 

五、參加對象： 

    1.參加資格：全國各公、私立高中職學生皆可 

    2.隊伍組成 : 

(1) 具領導知能、關心公共議題、有策略、有行動力的高中職學生，可跨校組隊   

(2) 每隊隊員 4-6人，從中推派 1-3人負責上台報告，並接受提問與回饋 

(3) 領隊老師：每隊 1人 

六、活動辦法 

1.議題主軸：「家鄉改變，我來實現!」 

2.議題內容: 應就所在地區的社會現況等進行論述(如:生活空間、文化傳承、青年就業、教

育資源差異、城鄉失衡、新住民權利等等主題)，並針對實際問題提出具體青年

行動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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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計畫書書寫需包含： 

一、前言 

二、正文 

三、行動方案 

(不限頁數)。 

4.評分標準 

(1) 計畫書初審 

 資料整合與議題分析(30%): 是否具有資料蒐集的完整度，整合資料與歸納觀察，

提出對議題的具體見解。 

 具體構想與行動方略(30%): 提出對議題的具體改善措施，以及執行計畫的方向和

內容。 

 計畫可行性(20%): 計畫的執行是能夠以團隊力量或結合更多資源所完成的，而非

毫無實行的空想。 

 預期的效益(20%): 包含實體與非實體助益，行動方案執行後能為地區帶來的不同

層面的影響。 

(2) 現場評分 

 簡報呈現 (30%): 以文字、圖片、影片或其他方式呈現其行動區域所面臨之議

題，是否清楚明瞭，具有邏輯和完整性，以及團隊實地的考察結果。 

 計畫傳達 (30%): 能否將行動方案清楚提出，包含行動目標、方向、具體做法，

具有說服性和完整性。 

 計畫可行性 (20%): 計畫的執行是能夠以團隊力量或結合更多資源所完成的，包

含計畫執行的未來規劃。 

 預期的效益 (20%):包含實體與非實體助益，行動方案執行後能為地區帶來的不同

層面的影響。 

 

  七、實施方式 

1. 活動規劃： 

活動主軸 「新世代公民參與」 

具體做法 

觀察:對在地事務的資料整合與問題發現 

發表:書寫具有邏輯思辨概念之計畫書以及上台簡報呈現 

對話:專題演講達成垂直對話，答辯與討論達成平行對話 

聚焦:匯集意見後重新提出改進方向與結論 

重塑:以終極版本計畫書作為最後評分依據 

總體目標 家鄉改變，我來實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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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活動期程及執行進度 

流程 項目 內容 時間 

第一階段 

報名 
填寫隊伍基本資料，

完成網路報名。 

2019/10/01~11/30 

截止 

提交計畫書 上傳計畫書 2019/10/01~ 

2020/02/05截止 

第二階段 

初  審  2020/02/12公告 

活動資訊公告  2020/02/12/~ 

第三階段 議題研究 

針對已完成之計畫書

擬定具體簡報，包含

與對話單位的討論及

結論，期間，各隊可

於社群網路上持續拋

出議題、進行議題討

論與回應。並於指定

日期前上傳當日報告

簡報 

~2020/03/07 

(3月 07日簡報上傳完

成) 

第四階段 青少年高峰論壇 發表 2020/03/14~03/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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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論壇流程 

日期 時  間 活動項目 備     註 

3 

月 

14 

日 

(六) 

10：30-12：00 報    到  

10：30-12：00 論壇新思潮 專題演講 

12：00-13：00 午    餐  

13：00-13：20 始 業 式 啟動論壇 

13：20-17：00 研究發表 
每隊報告 10分鐘，接受回饋 8分

鐘 

17：00-18：00 專家講評  

18：00-19：00 世界咖啡館 
各隊對剛才的報告進行交流，以及

別組間的換桌會議 

19：00~ 
團隊時間 

身心安頓 
 

3 

月 

15 

日 

(日) 

07：00~07：10 報    到  

07：10-07：40 早    餐  

08：00-09：00 
論壇工作坊 

與學者對話 
了解各專家學者之創見 

09：00-09：30 整合與聚焦 整合對話心得，提出核心價值。 

09：40-10：40 結論 每隊 3分鐘提出結論 

10：40-11：20 評審會議 學員互動與交流 

11：20-12：10 頒  獎  

12：30~ 賦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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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注意事項 

(1) 報名時間：2019年 10月 01日至 2019年 11月 30日截止上網完成報名手續。 

(2) 上傳計劃概要書：2019年 10月 01日 2020年 2月 5日上傳完成 。 

(3) 初審：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初審委員，通過初審者(以 10 隊為原則，同校隊伍入圍

不超過兩組)方可取得參加論壇資格。 

(4) 初審入圍者，務必於 2020年 3月 7日前上傳簡報檔。 

 

5. 費用：全免 

    報到後及活動結束前之交通、餐費用由主辦單位負責，外縣市隊伍由主辦單位安排住

宿，往返交通酌予補助(以自強號為基準，自行開車者以里程數為基準),非活動期間

(3月 13日)的住宿費補助半價。 

6. 獎勵： 

(1) 特別獎：依據參與學校的特色及表現頒發特別獎獎狀 

(2) 團體獎： 

● 取三名分別頒給 50,000元圓夢獎金。 

所有決賽隊伍依論壇期間所收集之意見、 觀點逕行修正後三天內(2019/3/20前)

上傳至網站，一周後於網頁公布入選圓夢計畫之隊伍。 

● 獎金來源：天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明道中學、明道文教基金會 

7. 訊息中心：相關訊息請上 FB「108學年度新世紀青少年高峰論壇」 

8. 附註： 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明道中學文化創意處 04 -23341331 高培瑜小姐 

 

 

活動報名 FACEBOOK 


